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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吐槽
春   晚 

第一:百变蔡大妈变身毒舌开吐槽 

  蔡大妈今年转投潘长江的怀

抱，注定一个不平凡的小品诞生，

但同时也受到很多吐槽：这孩子有

点显老……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

小矮人……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

猥琐的！你比慈禧还难伺候……都

是千年的狐狸 你给我玩什么聊斋

呀；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啦！！！”让你脸短点你习

惯吗””一脸褶子还卖萌””别煽情

了我哭不出来”……”2013 年注定

火的不是小品，一定是蔡大妈的各种吐槽功夫。 
 

 

   第二:最数：找力宏 

  刘谦与李云迪的首度合作，刘谦

就大大方方合情合理的调侃了一下

力宏与云迪之前的绯闻，一句“找力

宏”嗨翻全场，

好事的网友也

不在去揭秘刘

谦的魔术了，都

在高喊应该“在
一起，在一起”，

看来云迪还是念念不忘力宏呀。无论是谁炒作谁，反正事情火了。 
 

 第三：宋祖英变身钢铁侠 

   
一直以雍容高贵形象亮相的宋大姐，今年

一袭亮片服装亮相，变身一个钢铁侠，有木有

像小时候用可乐瓶子剪的瓶花，宋大姐今年这

是肿莫了？ 
 



春晚吐槽
春   晚 

 

1.没想到你人是猥琐的，心还是猥琐的！ 

 

2.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3.咱们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

啊！ 

 

4.我们女人是喜欢那种长得坏坏的男人，但

不喜欢那种长坏了的男人 

 

5.瞧瞧你们那模样，怎么长得就跟闹着玩似

的啊! 

 

6.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7.你以为你办四个户口本就能控制房源吗！ 

 

8.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承重墙了 

 

9.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鞋（无邪）。 

10.这事儿不赖我！ 

11.智商余额不足 

12.我骄傲！ 

13.买嘎德！ 

14.找力宏！ 

 

15、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

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16、我不光买手表，我还敢戴呢。我不光戴手

表，我还敢露呢，我不光露手表，我还敢

乐呢。 

17、我正在通往满足的不归路上。 

18、恶心她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9、与人方便，不如与人方便面。 

【新三从四德】  三从：从不体贴、从不温

柔、从不谅解；四德：说不得、打不得、骂不

得、惹不得。 
 

回大人，你看这就是

今年的流行语！！！ 

元
芳
啊
，

你
觉
得
今

年
春
晚
有

哪
些
吐
槽

啊
？
？ 



快乐风暴

  

1.小小金团子，装满黄

饺子。咬口黄饺子，吐出

白珠子。 （打一水 果） 

2.为你打我，为我打你，

打 得你皮开，打得我出 
血 。（打 一 动 物） 

3.先修十字街，后造八

卦台，主人中堂坐，恭候

客人来。（打一动 物 ） 
 

4.牛之头，虎之尾，猜

不 着，别多嘴。（打 一 
字） 
 

5.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 
一半 。（打 一 字） 
 

6.绿衣汉，街上站，光

吃 纸，不吃饭。（打 一 
物） 
 

7.稀奇稀奇真稀奇，拿人 
鼻子当马骑  。（打  一 
物） 

8．千根线，万根线，落

到  水里就不见  。（打 
一自 然 物） 
 

9.一间屋，叁个门，里面 
只住半个人 。（打 一 用 
品） 

10.浑身毛 ，一条腿，

不 怕灰尘只怕水 。（打 
一 用 品） 
 

11.上边毛，下边毛，中

间一 颗黑葡萄 。(打 一 

器 官) 

 

12.左一片，右一片，两

片  东西不见面  。（打 
一 器 官） 
 
 13.红门楼，白院墙，里

面坐 个胖儿郎 。（打 一 
器 官） 
 

14.细菌开会。 
（打 一 成 语） 

Answer  橘子 蚊子 蜘蛛 先 伐 邮筒 眼镜 雨 裤子  

鸡毛帚 眼镜 耳朵 嘴 无微不至 



快乐风暴

 

“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吃醋，而且一

吃醋就喝酒，喝完酒就发火...”“那

她一定很香吧？”“你怎么知道？”

“乙酸和乙醇用火加热会生成有水

果香味的乙酸乙酯。” 

 

神回复：反应温度是一百七十度...

你闻到的应该是肉香。（注：这兄弟

化学一定学得很好。） 

 

传说古时有副对联，苏轼及后人都

没能对上：游西湖，提锡壶，锡壶

掉西湖，惜乎锡壶； 

神回复：听物理，如雾里，雾里看

物理，勿理物理。 

 

某人发状态，大家看我的头像牛逼

吗 ？ 

 

神回复：像。 

 

上司要我们提供了生日信息，我估

计是要根据星座来安排工作方向

了，我是狮子座，你们觉得我会被

安排干什么？  

 

神回复：在门口拿着一只球趴着。 

 

问:一句话证明你很寂寞。  

神回复:这句话有一共六十九笔。 

 

问：你不疯不闹不叛逆不追星不暗

恋不表白不谈恋爱不约会不出去玩

不喝酒不逛街不聚会不 K歌不撒野 

 

 

 

 

 

因为你要学习要工作请问你的青春

被狗吃了么？  

 

神回复：你疯闹叛逆追星暗恋表白

谈恋爱约会 出去玩喝酒逛街聚会 k

歌撒野因为你不学习 不工作请问

你的青春狗愿意吃么！ 

 

楼主：通过海南矿泉水喝死人事件，

可以看到中国的食品安全堪忧，矿

泉水也能喝死人？不是有 QS 标志

吗？              

 

神回复：弱弱的问一下，QS 是不是

去死的意思？  （注：“质量安全”

英文（Quality Safety）） 

 

问：“为何至此联合国都没对此次钓

鱼岛事件表个态？” 

 

神回复：“小国和小国之间有矛盾，

联合国一调解，矛盾没了。小国和

大国之间有矛盾，联合国一调解，

小国没了。 大国和大国之间有矛

盾，联合国一调解，联合国没了。” 

 

楼主：该死的理发店把我头剪坏了！

大家出点损招，要求破坏性越大越

好，动静越小越好，因为是我一个

人去。 

 

神回复：半夜三更，月黑风高，静

静地、轻轻地，一个人吊死在理发

店门口...

 



快乐风暴 

有 24斤油，

今只有盛 5

斤、11 斤和

13 斤的容器

各一个，如

何才能将油

分 成 三 等

份? 

吉米、瑞恩、汤姆斯刚新买了汽车，汽车的牌子分别是

奔驰、本田和皇冠。他们一起来到朋友杰克家里，让杰

克猜猜他们三人各买的是什么牌子的车。杰克猜道：“吉

米买的是奔驰车，汤姆斯买的肯定不是皇冠车，瑞恩自

然不会是奔驰车。”很可惜，杰克的这种猜测，只有一种

是正确的，你知道他们各自买了什么牌子的车吗？ 

有三朵红头花和两朵蓝头花。将五朵花中的三朵花分别戴

在 A、B、C 三个女孩的头上。这三个女孩中，每个人都只

能看见其他两个女孩子头上所戴的头花，但看不见自己头

上的花朵，并且也不知道剩余的两朵头花的颜色。问 A：“你

戴的是什么颜色的头花？”A 说：“不知道。”问 B：“你戴

的是什么颜色的头花？”B想过一会之后，也说：“不知道。”

最后问 C，C回答说：“我知道我戴的头花是什么颜色了。”

当然，C是在听了 A、B的回答之后而作出推断的。试问：C

戴的是什么颜色的头花？ 

两个房子互为隔

壁，一个房子中

的三个开关控制

另一个房子的三

盏灯。 

你只能各进入这

二个房子一次，

怎么来判断哪个

开 关 控 制 哪 盏

灯？ 

        上期推理答案     Answer 
NO 1.  bcd各给 a十元。 

 

NO2. 黑桃红桃共 6张，黑桃方块共 5张，则红桃比方块多 1张；黑桃红桃黑

桃方块共 11 张。又红桃黑桃方块梅花共 13 张，故梅花比黑桃多 2 张。设红桃为 2

张，则方块比红桃少 1张，为 1张，黑桃红桃共 6张，则黑桃为 4张。又因为梅花

比黑桃多 2张，则梅花为 6张。故方块 1张，红桃 2张，黑桃 4张，梅花 6张。 

 

NO3. 警察带罪犯过河，警察回带一儿子过，警察带罪犯回，爸爸带另一儿子

过河，爸爸回带妈妈过河，妈妈回，警察带罪犯过河，爸爸回带来妈妈过河，妈妈

回带一女儿过河，妈妈带爸爸回，妈妈带另一女儿过河，妈妈回带爸爸过河。 

 

NO4. 将其分为一堆 10 个、另一堆 13 个，然后将 10 个那一堆所有的硬币翻

转就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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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

读者意见反馈表 

感谢您翻开由常州大学材料学院心理辅导站主编的《未觉》期刊。在这里
可以充分展示您的才华、诉说您的心语。用您的文字感染身边的同学、用您的
真情打动大家的内心。 

为了更好地了解您的需求，以便我们有机会向您提供更加优质的期刊，请
留下您目光灼灼的意见。我们将会认真考虑，仔细审核，改善我们的不足，奉
上更好的作品。 

 

 

 

 

 

 

 

 

 

 

 

 

 

 

 

注：请将表填好后送至班级心理委员处 

——材料学院心理辅导站编辑部
2013/03/15 

您的个人资料 

姓名：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 

QQ：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 

1、您对这本杂志封面的满意程度及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您对这本杂志内容的满意程度及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您最喜欢杂志中的哪些版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您的其他意见或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